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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走势

数据汇总业务相关技术系统完成通关测试

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投资新三板道路铺平

□

本报记者 顾鑫

14日， 全国股转公司联合中国结算

北京分公司、深证通组织开展托管人结算

模式下的技术系统通关测试， 九泰基金、

德邦证券、华融证券3家投资机构，以及

工商银行、招商证券2家资产托管机构参

与本次测试。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该

技术系统有望于16日贯通使用。

自2014年12月起， 全国股转公司共

组织了四次仿真测试和一次全网测试，充

分验证了自身及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技

术系统，包括交易系统、行情系统、结算系

统、托管账务处理系统、数据汇总系统等。

通关测试当天，各项数据收发正常，测试

工作有序进行，顺利达到通关测试的预期

目标，技术系统平稳、如期上线。系统的上

线使银行、证券公司等资产托管机构的技

术系统与其他市场主体的技术系统全面

贯通，为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特殊机构

投资者投资新三板铺平道路。

全国股转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技

术系统的顺利上线是对 《国务院关于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

定》“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证券投

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

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企业年金等机

构投资者参与市场” 相关要求的进一步

落实，也是对证监会《关于证券经营机构

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

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导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依法投资全国股转系统挂牌

股票” 相关政策的落实，标志着全国股转

系统市场基础设施和市场功能的进一步

完善。

随着公募基金和券商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的渐次入市，全国股转系统的投融资

功能、投资者结构等将进一步完善。 一是

公募基金、券商资管可投资新三板。 中小

投资者可通过公募基金、券商资管间接参

与市场，分享挂牌公司成长收益。 同时，能

够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市场， 改善中小微企

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解决投融

资难题。 二是进一步丰富了参与全国股转

系统的机构投资者类型， 扩大了机构投资

者的队伍和投资规模， 有助于将全国股转

系统建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 三是

通过发挥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

的专业投资优势， 有助于在全国股转系统

引导并建立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性投资

的正确投资理念， 实现保护中小投资者和

推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

热门概念云集 全球科技股风生水起

□

本报记者 杨博

今年以来全球科技股表现突出，

美股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刷新十五年来

高位； 香港恒生资讯科技分类指数年

内上涨13.5%，在主要行业板块中位居

前列；A股市场上一些热门科技概念呈

井喷之势。

分析人士认为， 科技板块风生水

起， 一方面受美国科技股业绩利好提

振， 另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对一些热门

概念追捧。 目前，科技股上升趋势尚未

有完结迹象。

业绩“红包” 提振

美股科技板块近期强势上涨，衡

量科技板块表现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自1月底以来上涨5%， 年内累计上涨

3.3%，在美股三大股指中表现最好；标

普500信息技术分类指数最近一周上

涨4.3%，位居十大行业板块之首，年内

累计涨幅达2.7%，跑赢同期标普500指

数1.85%的涨幅。

科技股上涨主要受业绩提振。 截

至目前， 占美股科技板块市值近九成

的公司已发布财报， 上季整体盈利同

比增长14.1%，收入增长9.5%，显著好

于去年三季度盈利增长6.1%， 收入增

长8.8%的表现。 其中，77%的公司盈利

好于预期，近一半公司收入好于预期,

创过去一年来最好表现。

苹果成为科技板块当之无愧的领

军力量。 今年以来苹果股价上涨15%，

目前市值高达7400亿美元， 稳居美股

市值冠军宝座。该公司上财季营收746

亿美元，净利润达180亿美元，双双创

下历史新高。

受苹果产品热销提振，iPhone面

板提供商日本显示器公司去年第四季

度运营利润同比大增80%，该公司在日

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今年以

来上涨26%。微控制器供应商瑞萨电子

株式会社上季盈利同比增长66%，环比

增长175%，公司股价年内上涨8.4%。

上周全球网络设备制造巨头思科

的业绩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 该公司

上季度收入同比增长7%至119.4亿美

元，增速创三年来最高。 一些投资者认

为，思科业绩好于预期，显示整体科技

业市场需求正在改善。 过去一周思科

在纳斯达克交易的股价上涨8%。

热门概念轮番登场

不只是美股市场， 近期内地和香

港股市科技板块表现活跃。 在香港市

场上， 恒生资讯科技指数今年以来上

涨13.5%，在恒生综合指数11个分类指

数中位居第二， 显著好于同期恒生综

合指数3%的涨幅。 在主要成分股中，

金山软件年内涨幅达到21.3%，腾讯控

股上涨15.7%，联想集团上涨18.8%，瑞

声科技上涨17.5%。

除受美股上涨带动外， 热门概念

轮番登场成为整体科技板块走强动

力。 在A股市场上，苹果概念股在1月

率先发力， 相关个股平均股价涨幅达

两位数， 其中欣旺达今年以来上涨

47.6%，立讯精密上涨25%，长盈精密

上涨20%，德赛电池上涨20%。

华融证券报告认为， 电子板块迎

来良好配置时机， 特别是苹果新产品

出货量超预期给相关概念股注入新的

活力， 今年一季度苹果可穿戴设备有

望点燃可穿戴设备市场热情。 （下转

A02版）

期权初体验：

好玩不赚钱

大盘连收五阳

羊年红包可期

百元俱乐部扩编

新兴产业是主角

外汇局：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出现较大波动

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 推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外汇管理局15日发布的《2014

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 称，

2015年，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仍可能出现

较大波动。 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

14日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

会” 上表示，我个人认为，中国未来一段

时期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亚洲金融危

机的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建议在拟定

“十三五” 规划的时候重温一下亚洲金

融危机。

报告称，2015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

仍将面对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

从较确定的方面看， 实体经济相关的外

汇流入依然保持稳定： 我国外需将继续

缓慢恢复， 但进口继续受制于内需平稳

增长和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货物贸易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推动经常项目顺

差反弹；经济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仍将继

续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这将有利于维持中

国对长期资本的吸引力。从不确定的方面

看， 虽然我国货物贸易持续较大顺差，人

民币利率继续高于主要国际货币，但由于

影响因素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我国跨境

资本流动仍可能出现较大波动。 从国内

看，市场还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

等问题产生担忧，本外币利差收窄将加速

企业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调整； 从国际

看，美国加息、美元强势、欧日困境可能推

动资本回流美国市场，新兴经济体还会面

临经济下滑、地缘政治冲突、大宗商品价

格下跌等更多挑战。 总体而言，今后一段

时期， 我国将继续呈现跨境资金有进有

出、双向振荡的格局。

报告称，2014年国际金融市场经历

的反复剧烈波动表明， 保持跨境资金流

动基本稳定应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基本

面的稳健性， 只要国内经济不出大问题，

跨境资金流动就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二

是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作为应对内外冲击

的应急手段，汇率可以在短期内保持相对

固定，但绝不能长期不变，否则可能背离

经济基本面， 导致失衡和扭曲不断积累；

三是应对预案的完备性，管理跨境资金流

动风险要未雨绸缪、做好预案，根据不同

的情景设计不同的政策组合，不断充实财

政、货币、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的政策工

具和应对措施；四是信息的透明度，预期

对于市场主体的财务行为和交易策略有

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政府部门应提高政

策和数据透明度， 完善与市场的沟通交

流机制，帮助市场全面、正确地甄别和控

制风险。

报告表示，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 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

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

和出口平衡、 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

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 2015年，外汇管理部门将主

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顺应加快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坚持推改

革和防风险并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

融交易可兑换程度，（下转A02版）

新华社图片、CFP图、IC图片

制图/王力

A10�特别报道

黄奇帆：将重庆建成具国际影响金融中心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去年重庆经济几个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前

列。取得这样的成绩，金融战线功不可没。去年全市新增5600多亿元社

会融资， 占全国新增融资额的1/30， 高于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

重，同时，各类金融业态不良率均处于全国最低水平，这为重庆经济的强

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重庆希望到2017年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

心，到2020年建成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金融中心。

伞形信托入市现状调查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伞形信托业务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包括劣后级

投资者、券商、信托、银行在内的利益链条，彼此互有所需，互有所求。 相关信托

业务人士透露，在经过年前爆发式增长后，近期伞形信托增速出现下滑，但绝对

数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BDI预警通缩“幽灵”

货币财政待双管齐下

业内人士指出， 为对抗通缩预期， 目前多个经济体开启流动性宽松模式。

BDI走弱也反映出传统经济模式的转型过程。 中国应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做

到货币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


